
退費 Refund Policy 

1. 開課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九成。 

Students who submit refund application before the class starts are 

entitled to a 90% refund of the tuition. 

 

2. 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

退還已繳學費五成。 

Students who submit refund application before passing one third of the 

class are entitled to a refund of 50% of the tuition. 

 

3. 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已逾全期授課時數三分之一者，不得申請

退費。 

There will be no refund after one third of the course. 

 

4. 若因招生不足或非歸咎於學員之事由，致無法開課，無息退還已

繳費用。 

If the class is not offered because of the low enrollment than it is 

required or because of other reasons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students, all the fees which are already paid will be refunded. 

 

5. 除因故無法開課之班別外，報名費概不退還或保留。 

Except for the situation mentioned in point 4, there is no refund for the 

application fee. 

 

6. 退費須於退費截止當日16:00前，攜帶下列文件「親自」至辦公室

辦理。 

Refund application shall be submitted by 16:00 of the deadline. Please 

submit the following application documents to the CLC office in 

person. 

 

7. 退費流程需要一到一個半月才能完成，並且需要退至台灣的帳戶，

或開立台灣支票。The refund process will take one to one and half 

months to complete and will need to be retired to an account in Taiwan 

or will be drawn a Taiwanese check. 
 
 
 
 

我同意這些規定 I agree with those policy：＿＿＿＿＿＿＿＿＿ 



國立清華大學推廣教育中心退費申請書 

申請退款需檢附如下資料一併寄回： 

1.本退費申請書。   2.款項收據正本。(如正本遺失請另下載【 補發「國立清華大學自行收納

款項統一收據」影本申請書暨切結書】填妥。  3.本人退款銀行帳戶封面影本。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學 員 姓 名 班 別 班 

身 分 證 號 碼 聯 絡 電 話 
公： 

手機： 

本校教職員生

請填此欄 
教職員編號：  學號： 

E - m a i l 

戶 籍 地 址 □□□□□

退 費 原 因 ： 

( 請 勾 選 ) 

□工作因素 □經濟因素 □身體因素  □家庭因素

□興趣不合 □其他______________（請說明原因）

退 費 學 分 數 

（ 請 勾 選 ） 
□全退

□共_______學分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寫科目）

退 費 說 明 
【辦理退費者皆

不含退報名費】 

一、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 

二、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

費之半數。 

三、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所繳費用不予退

還。 

申請退費金額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學員

簽名 

核定退費金額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承辦人

簽名 

◎推廣教育中心諮詢電話：(03)5715131轉 78212、78213、78215

退費帳號 

(請擇一填寫 學員本

人 之帳戶，務請 正

楷 書寫確實，以免無

法退費，傳真後，務

必 以 電 話 再 行 確

認。) 

※注意：禁止填寫別人帳號，以免退費不成功致影響個人權益。

務請依照 學員本人存摺帳號 填寫

郵局局號：□□□□□□□郵局帳號：□□□□□□□

請依照 學員本人存摺帳號 由左至右確實填寫（未滿欄位請留空白）

銀行名稱：                     分行： 

帳號：□□□□□□□□□□□□□□□□

◎郵寄地址：300 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推廣教育中心收



國立清華大學推廣教育課程  退選申請表 
NTHU Course Drop Form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 上學期 Semester I □ 下學期 Semester II □ 暑期 Semester III （請勾選） 

學號 Student No.  姓名 Name 
請親自簽名 

please sign here 

身分證號 ID/Passport No.  聯絡電話 Telephone  

手機 Mobile  E-Mail  

 
科號及組別 
Course No.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學分數 
Credits 

教師簽名 

Teacher’s Signature 

    

    

收件日期 Approval Date︰                （由推廣教育組填寫 To be filled by the office）（根據此日期

認定退費標準 Your tuition will be refunded according to this date.） 

…............................…...........…….............................................................…........……………….......…...... 

國立清華大學推廣教育課程  退選申請表（學生自存聯） 
NTHU Course Drop Form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Student’s Copy）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 上學期 Semester I □ 下學期 Semester II □ 暑期 Semester III （請勾選） 

學號 Student No.  姓名 Name  

科號及組別 Course No.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科號及組別 Course No.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收件日期 Approval Date︰                （由推廣教育組填寫 To be filled by the office）（根據此日期

認定退費標準 Your tuition will be refunded according to this date.） 

說 明︰根據教育部「大學辦理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點」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

學者，退還已繳學分費、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七成。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

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ㄧ者，不予退還。」 
Note︰ According to Article 11 of MOE’s regulation on “College Continuing Education, ” 70% of the tuition will be refunded 

if the student drops out before the class begins.  50% will be refunded if the class has started for less than 1/3 of the 
semester; while no tuition will be refunded if the class has started for more than 1/3 of the semester.  

注  意︰本表請經任課教師同意簽名後，繳交至推廣教育組辦公室（聯絡電話 TEL︰03-5731017；傳真 FAX︰

03-5721429）辦理。 
Please have this form confirmed and signed by the course instructor/professor and submit it to the Divis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t the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of N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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